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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缩“半部中国近代史”的旅顺口，不少诉说民族屈辱痛史的历史建筑已破损严重，亟待维修抢救

这里，应建一座国家历史文化记忆公园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于于力力、、白白涌涌泉泉

一一山山担担两两海海，，一一港港写写春春秋秋，，一一个个旅旅顺顺口口，，半半
部部中中国国近近代代史史。。

““我我们们是是旅旅顺顺，，大大连连，，孪孪生生的的兄兄弟弟。。我我们们的的
命命运运应应该该如如何何地地比比拟拟？？…………母母亲亲，，归归期期到到了了，，快快
领领我我们们回回来来。。你你不不知知道道儿儿们们如如何何的的想想念念你你！！母母
亲亲！！我我们们要要回回来来，，母母亲亲！！””这这是是中中国国近近代代著著名名爱爱
国国诗诗篇篇《《七七子子之之歌歌》》组组诗诗中中的的最最后后一一首首。。

进进入入中中国国近近代代的的 110000多多年年间间，，大大连连旅旅顺顺口口，，
这这里里曾曾是是中中日日甲甲午午战战争争和和日日俄俄战战争争的的主主战战场场，，先先
后后被被俄俄日日两两国国殖殖民民统统治治近近半半个个世世纪纪，，人人民民大大众众受受
尽尽了了凌凌辱辱，，屡屡遭遭战战乱乱的的痛痛苦苦与与悲悲伤伤。。

漫步在旅顺街头，从大和旅馆旧址到侵华日
军关东军司令部旧址，从旅顺师范学堂旧址到关
东州厅旧址，一座座历史建筑诉说着一段段令人
心痛的往事，昭示着一个民族不堪回首的屈辱记
忆。而如今，不少历史建筑都破损严重，有的面
临倒塌风险，亟待修护拯救。

“伪满洲国”策源地已成“危房”

大和旅馆，建筑面积 3407 平方
米，占地面积 1066 平方米，这座精美
的欧式小楼原是俄籍华人纪凤台的
私宅。日俄战争后，日本人将这里改
造成满铁旗下的大和旅馆，成为日伪
勾结，拼凑伪满洲国阴谋活动的场
所。大和旅馆作为情报工作驻地，主
要接待一些军政要人，在当时是个相
当“有面儿”的高档宾馆

寒寒冬冬，，腊腊月月。。大大雪雪覆覆盖盖着着旅旅顺顺口口文文化化街街。。远远处处，，
一一幢幢长长条条形形的的大大楼楼在在寒寒风风中中矗矗立立，，几几乎乎占占了了半半条条
街街。。

这这里里是是旅旅顺顺师师范范学学堂堂旧旧址址，，初初为为德德国国人人开开办办
的的商商店店、、美美国国人人创创建建的的杂杂货货店店和和俄俄国国人人开开办办的的珠珠
宝宝店店，，当当时时是是俄俄国国殖殖民民统统治治时时期期旅旅顺顺最最大大的的商商店店。。
到到了了日日本本统统治治时时期期，，这这座座大大楼楼则则改改成成了了一一所所师师范范
学学堂堂。。

顺顺着着这这座座占占地地面面积积 55000000平平方方米米的的建建筑筑走走上上
一一圈圈，，需需要要近近半半个个小小时时。。从从外外部部望望去去，，这座旧址外
表墙皮脱落、青色的水泥裸露在外面，，在在建建筑筑的的房房
顶顶上上甚甚至至长长出出了了一一棵棵小小树树。。冬冬日日的的阳阳光光洒洒在在墙墙上上，，
让让人人心心生生一一股股凄凄凉凉。。

走走进进旧旧址址内内部部，，厚厚厚厚的的一一层层灰灰随随着着脚脚步步的的起起
伏伏飘飘在在半半空空中中，，一一股股泥泥土土的的味味道道透透过过鼻鼻腔腔，，让让人人不不
禁禁捂捂起起了了嘴嘴巴巴。。顺顺着着楼楼梯梯登登上上二二楼楼，，记记者者看看到到其其内
部因年久失修到处破破烂烂、电线裸露在外，窗户
也全都不同程度破损，碎玻璃、碎石子、碎纸屑满
地都是。

随随意意进进入入一一间间屋屋子子，，棚棚顶顶已已经经漏漏出出一一个个大大窟窟
窿窿，，损损坏坏的的窗窗户户、、废废旧旧的的椅椅子子、、掉掉落落的的墙墙体体夹夹杂杂在在
一一起起，，如如不不是是数数人人一一起起走走进进来来，，难难免免心心中中害害怕怕。。

穿穿过过历历史史的的尘尘烟烟，，这这座座今今天天已已经经无无人人问问津津的的
大大楼楼却却曾曾是是旅旅顺顺口口一一段段历历史史的的见见证证。。11889988年年，，俄俄
国国在在旅旅顺顺实实行行自自由由港港政政策策，，于于是是各各国国商商人人蜂蜂拥拥而而
至至，，据据史史料料记记载载，，11990011 年年来来旅旅顺顺的的美美国国人人就就达达
337733 人人。。旅旅顺顺当当时时的的““热热闹闹””，，不不只只吸吸引引了了美美国国的的
““大大亨亨””，，这这里里还还聚聚集集了了其其他他很很多多国国家家的的生生意意人人，，其其
国国际际化化色色彩彩，，与与上上海海和和天天津津租租界界不不相相上上下下。。

走走出出旅旅顺顺师师范范学学堂堂旧旧址址，，对对面面一一幢幢俄俄式式二二层层
小小楼楼随随之之映映入入眼眼帘帘，，楼楼体体外外面面悬悬挂挂着着两两个个大大大大的的

红红字字““旅旅社社””。。只看外表，人们很难想象这就是臭名
昭著的大和旅馆旧址。

向向大大和和旅旅馆馆旧旧址址慢慢慢慢走走近近，，就就会会看看到到这这座座历历
史史建建筑筑的的四四周周已已经经用用铁铁栅栅栏栏围围住住，，阳阳台台、、墙墙体体出出现现
裂裂缝缝，，楼楼门门前前““危危险险””两两个个大大字字格格外外醒醒目目。。在在大大和和旅旅
馆馆旧旧址址前前面面的的空空地地上上，，卖卖水水果果的的、、摆摆地地摊摊的的、、下下象象
棋棋的的、、打打牌牌的的三三五五一一堆堆，，很很难难想想象象这这是是一一座座文文物物保保
护护单单位位。。

尽尽管管内内部部结结构构基基本本保保持持了了原原样样，，然然而而昔昔日日它它
那那韵韵味味独独特特的的欧欧式式建建筑筑风风格格已已荡荡然然无无存存。。对对比比历历
史史照照片片，，眼眼前前这这座座三三层层普普通通板板楼楼已已经经和和以以前前的的二二
层层半半欧欧式式建建筑筑模模样样相相去去甚甚远远。。

大大和和旅旅馆馆，，建建筑筑面面积积 33440077平平方方米米，，占占地地面面积积
11006666平平方方米米，，这这座座精精美美的的欧欧式式小小楼楼原原是是俄俄籍籍华华人人
纪纪凤凤台台的的私私宅宅。。当当年年，，他他和和家家人人在在楼楼上上居居住住，，楼楼下下
开开设设商商店店。。在在旅旅顺顺口口，，凡凡是是上上了了点点年年纪纪的的人人，，对对纪纪
凤凤台台都都不不陌陌生生。。

日俄战争后，日本人将这里改造成满铁旗下
的大和旅馆，成为日伪勾结，拼凑伪满洲国阴谋活
动的场所。大大和和旅旅馆馆作作为为情情报报工工作作驻驻地地，，主主要要接接待待
一一些些军军政政要要人人，，在在当当时时是是个个相相当当““有有面面儿儿””的的高高档档
宾宾馆馆。。

““九九一一八八””事事变变后后，，日日本本帝帝国国主主义义为为达达到到其其独独
霸霸我我国国东东北北的的目目的的，，迫迫切切需需要要寻寻找找一一个个傀傀儡儡。。
1931 年 11 月，日本将废帝溥仪从天津转到旅顺，

在大和旅馆二楼住了约一个月。11993322年年 11月月，，后后
任任伪伪满满洲洲国国总总理理的的郑郑孝孝胥胥同同日日本本关关东东军军大大佐佐板板垣垣
征征四四郎郎，，在大和旅馆密谋决定了伪满洲国的政体。。
22 月月，，板板垣垣征征四四郎郎向向溥溥仪仪通通知知““东东北北行行政政委委员员会会””
的的决决定定，，溥溥仪仪当当晚晚在在大大和和旅旅馆馆一一楼楼专专门门为为板板垣垣征征
四四郎郎举举行行了了宴宴会会。。此此后后板板垣垣征征四四郎郎又又将将郑郑孝孝胥胥等等
人人招招至至大大和和旅旅馆馆面面授授机机宜宜。。33月月 66日日溥溥仪仪等等人人匆匆
忙忙离离开开旅旅顺顺奔奔赴赴长长春春，，99 日日参参加加““就就职职典典礼礼””。。从从
此此，，日日本本利利用用伪伪满满洲洲国国统统治治东东北北长长达达 1144年年。。

大大和和旅旅馆馆还还和和很很多多历历史史人人物物、、事事件件相相联联。。为为了了
把把满满蒙蒙独独立立尽尽快快变变为为现现实实，，日日本本人人川川岛岛浪浪速速将将养养
女女、、清清朝朝肃肃亲亲王王善善耆耆第第十十四四女女川川岛岛芳芳子子许许配配给给蒙蒙
古古国国王王爷爷之之子子甘甘珠珠儿儿扎扎布布，，11992277年年，，川川岛岛芳芳子子同同
甘甘珠珠儿儿扎扎布布的的婚婚礼礼在在大大和和旅旅馆馆举举行行，，证证婚婚人人是是日日
本本关关东东军军参参谋谋长长斋斋藤藤弥弥平平太太。。

尽尽管管外外观观已已经经平平淡淡无无奇奇，，但但当当记记者者一一撩撩开开大大
和和旅旅馆馆的的门门帘帘，，历历史史的的痕痕迹迹仍仍扑扑面面而而来来，，让让人人感感到到
一一丝丝震震撼撼。。它它的的出出口口有有两两个个黑黑色色的的拱拱形形门门，，上上面面刻刻
着着 88个个红红色色大大写写字字母母 EENNTTRRAANNCCEE((入入口口))。。门门玻玻
璃璃非非常常厚厚实实，，据据说说是是防防弹弹玻玻璃璃，，应应是是当当年年定定制制的的。。
穿穿过过大大堂堂，，一一段段精精巧巧的的 SS 形形木木梯梯通通往往二二楼楼，，那那踩踩
踏踏出出来来光光滑滑的的向向内内凹凹陷陷部部分分，，成成为为了了时时间间的的见见证证。。

旅旅顺顺口口友友谊谊路路 5599号号，，透透过过一一扇扇大大铁铁门门向向里里面面
看看去去，，是是一一幢幢坐坐北北朝朝南南的的二二层层砖砖石石结结构构欧欧式式建建
筑筑。。““始始建建于于 11990000年年的的国国家家级级文文物物保保护护单单位位关关
东东州州厅厅旧旧址址，，是沙俄统治时期第一座国宾馆。。
11999977年年，，这这座座百百年年历历史史建建筑筑开开始始闲闲置置，，至至今今已已
有有 2200年年。。””旅旅顺顺太太阳阳沟沟文文化化产产业业发发展展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工工作作人人员员王王贵贵民民说说，，日日俄俄战战争争期期间间这这里里曾曾是是俄俄国国
兵兵营营，，从从 11990066年年开开始始，，这这里里曾曾先先后后成成为为关关东东都都
督督府府、、关关东东厅厅、、关关东东州州厅厅的的办办公公场场所所，，是是当当时时日日
本本在在旅旅大大地地区区设设置置的的最最高高殖殖民民统统治治机机构构。。

““汪汪汪汪汪汪！！””还还没没有有走走进进 22万万余余平平方方米米的的大大
院院，，一一阵阵狗狗吠吠声声就就传传来来。。循循声声望望去去，，院院子子里里四四处处
可可见见人人散散养养的的猫猫、、狗狗、、羊羊，，俨俨然然成成为为了了一一个个““小小
动动物物园园””。。

外外表表墙墙体体已已经经开开始始逐逐步步脱脱落落，，脚脚下下的的瓷瓷砖砖或或
者者破破碎碎或或者者已已经经丢丢失失。。这这里里因因长长期期闲闲置置与与年年久久失失
修修，，已已经经出出现现地地基基下下沉沉现现象象，，顺顺着着楼楼梯梯走走向向地地下下
室室，，记记者者看看到到这这里里的的积积水水已已经经有有半半米米高高，，正正在在不不
断断蚕蚕食食这这栋栋历历史史文文物物的的根根基基。。

漫步在旅顺街头，凝聚着厚重历史记忆的文
物随处可见。记记者者采采访访中中了了解解到到，，很很多多专专家家学学者者
到到这这里里考考察察，，看到这些历史建筑出现这么严重的
破损，都感到十分心痛。

一段沉痛的民族记忆

因一帆风顺而得名的旅顺口仅
仅“顺”了十几年，就陷入悲惨境地。
1894 年 11 月，日本攻陷旅顺，随之
对城内进行了 4 天 3 夜的惨无人道
大屠杀。据英国人艾伦的《龙旗翻卷
之下》记载：“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
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
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在街上行
走，脚下到处可踩着死尸”

旅旅顺顺口口，，因因旅旅途途一一帆帆风风顺顺而而得得名名。。明明洪洪武武四四
年年((11337711 年年))，，明明太太祖祖朱朱元元璋璋派派马马云云、、叶叶旺旺二二将将
率率军军从从山山东东蓬蓬莱莱乘乘船船跨跨海海在在此此登登陆陆收收复复辽辽东东，，因
海上旅途一帆风顺，遂将狮子口改名旅顺口，一
直沿用至今。

地地处处辽辽东东半半岛岛最最南南端端，，东东临临黄黄海海、、西西濒濒渤渤
海海，，南南与与山山东东半半岛岛隔隔海海相相望望，，北北依依大大连连市市区区。。旅旅
顺顺口口是是京京津津海海上上门门户户和和东东北北的的天天然然屏屏障障，，举举世世闻闻
名名的的天天然然不不冻冻港港旅旅顺顺港港就就坐坐落落在在这这里里，，在在历历史史
上上，，旅旅顺顺口口有有““东东方方直直布布罗罗陀陀””之之称称，，西西方方也也把把
它它称称为为““亚亚瑟瑟港港””。。

古古港港，，重重镇镇，，要要塞塞，，军军事事基基地地…………这这是是旅旅顺顺
口口的的使使命命，，也也是是旅旅顺顺口口的的往往事事，，一一页页一一页页看看，，事事
事事难难忘忘，，页页页页惊惊心心。。

11888811年年，，清清朝朝重重臣臣李李鸿鸿章章在在这这里里经经营营修修筑筑北北
洋洋水水师师的的主主要要基基地地。。为为了了建建设设船船坞坞码码头头、、炮炮台台堡堡
垒垒，，清清廷廷从从山山东东、、河河南南、、河河北北、、安安徽徽等等地地招招募募数数千千民民
工工，，并并从从英英、、法法、、德德等等国国聘聘请请许许多多工工程程技技术术人人员员，，再再
加加上上陆陆续续增增防防的的水水师师和和陆陆军军，，使使这这里里人人丁丁兴兴旺旺。。

11889900年年 1111月月，，旅旅顺顺船船坞坞竣竣工工，，清清政政府府共共耗耗
用用白白银银 113399 万万两两。。这这项项工工程程历历时时之之久久、、规规模模之之
大大、、工工程程之之艰艰巨巨，，是是晚晚清清以以来来绝绝无无仅仅有有的的。。旅旅顺顺
军军港港也也因因此此成成为为当当时时号号称称功功能能齐齐全全、、防防务务完完整整、、
规规模模宏宏大大的的世世界界五五大大军军港港之之一一。。

大大连连市市近近代代史史研研究究所所研研究究员员王王珍珍仁仁介介绍绍说说，，
当当时时的的旅旅顺顺口口商商店店、、酒酒馆馆、、旅旅店店、、茶茶楼楼、、戏戏园园
等等，，如如雨雨后后春春笋笋般般地地兴兴起起。。到到中中日日甲甲午午战战争争爆爆发发
前前，，旅旅顺顺口口已已发发展展成成为为市市井井繁繁华华、、交交通通便便利利，，常常

驻驻人人口口达达到到两两万万多多人人的的近近代代化化城城市市。。
因因一一帆帆风风顺顺而而得得名名的的旅旅顺顺口口仅仅仅仅““顺顺””了了

十十几几年年，，就就陷陷入入悲悲惨惨境境地地。。 11889944年年 1111月月，，日日
本本攻攻陷陷旅旅顺顺，，随随之之对对城城内内进进行行了了 44天天 33夜夜的的惨惨
无无人人道道大大屠屠杀杀。。据据英英国国人人艾艾伦伦的的《《龙龙旗旗翻翻卷卷之之
下下》》记记载载：：““日日本本兵兵追追逐逐逃逃难难的的百百姓姓，，用用枪枪杆杆
和和刺刺刀刀对对付付所所有有的的人人；；对对跌跌倒倒的的人人更更是是凶凶狠狠地地
乱乱刺刺。。在在街街上上行行走走，，脚脚下下到到处处可可踩踩着着死死尸尸。。””
这这就就是是震震惊惊世世界界的的旅旅顺顺大大屠屠杀杀。。

中中日日甲甲午午海海战战后后，，中中国国割割地地赔赔款款，，将将辽辽东东
半半岛岛割割让让给给日日本本。。而而早早有有野野心心的的俄俄国国又又伙伙同同德德
国国、、法法国国，，采采取取““三三国国干干涉涉””的的手手段段，，迫迫使使日日
本本退退出出辽辽东东半半岛岛，，并并于于 11889988年年 33月月迫迫使使清清政政
府府与与其其签签订订了了《《旅旅大大租租地地条条约约》》。。

俄俄国国以以不不平平等等的的条条约约强强占占旅旅顺顺、、大大连连湾湾，，
攫攫取取港港口口修修筑筑权权和和经经营营权权，，还还取取得得了了中中东东铁铁路路
的的修修筑筑权权，，从从而而实实现现了了它它梦梦寐寐以以求求在在黄黄海海沿沿岸岸
寻寻求求不不冻冻港港，，经经欧欧亚亚大大陆陆桥桥通通向向太太平平洋洋的的野野
心心。。

为为了了争争夺夺旅旅顺顺口口这这块块““肥肥肉肉””，， 11990044--
11990055年年日日俄俄两两个个帝帝国国主主义义国国家家甚甚至至在在中中国国境境
内内打打起起了了狗狗咬咬狗狗的的战战争争，，实实为为世世界界战战争争史史上上罕罕
见见，，发发生生在在中中国国领领土土、、领领海海上上的的日日俄俄战战争争，，成成
为为中中国国近近代代史史上上最最屈屈辱辱的的一一页页。。

““马马关关条条约约、、戊戊戌戌变变法法、、辛辛亥亥革革命命都都源源于于
甲甲午午海海战战””。。《《旅旅顺顺口口往往事事》》一一书书的的作作者者、、大大
连连市市作作家家协协会会主主席席素素素素说说，，旅旅顺顺口口还还见见证证了了日日
本本军军国国主主义义策策划划的的““满满蒙蒙独独立立””““九九一一八八””事事
变变等等重重大大历历史史事事件件，，是是一一个个民民族族一一段段屈屈辱辱历历史史
的的““活活化化石石””。。

旅顺万乐街 10 号，是侵华日军关东军司令
部旧址所在地，，这这个个国国家家级级文文物物保保护护单单位位是是一一
座座俄俄式式古古典典建建筑筑，，距距今今已已有有 110000余余年年，，日日俄俄战战争争
后后被被日日本本占占领领。。11990055年年日日本本设设立立关关东东总总督督府府，，
后后改改为为关关东东都都督督府府，，其其陆陆军军部部一一直直在在此此办办公公。。

这座大楼曾是日本远东阴谋的大本营，震
惊中外的郭松龄反奉事件、张作霖皇姑屯被炸
事件等，都是在这里策划的，，而而所所有有与与此此大大楼楼
有有关关的的历历史史事事件件中中以以““九九一一八八事事变变””蓄蓄谋谋最最
久久，，方方案案最最为为周周密密，，影影响响也也最最大大。。

11991199年年 44月月，，日日本本将将关关东东都都督督府府陆陆军军部部
改改为为关关东东军军司司令令部部，，从从此此关关东东军军司司令令部部成成为为日日
本本侵侵华华的的急急先先锋锋。。一一些些日日本本军军人人就就是是在在这这里里策策
划划了了震震惊惊中中外外的的““九九一一八八””事事变变。。““九九一一八八””
事事变变后后的的第第二二天天，，关关东东军军司司令令本本庄庄繁繁登登上上了了开开
往往沈沈阳阳的的专专列列，，关关东东军军司司令令部部随随即即由由旅旅顺顺口口迁迁
到到沈沈阳阳，，后后来来这这里里改改作作关关东东军军下下属属陆陆军军医医院院，，
11994455年年日日本本投投降降后后废废止止。。 22000055年年 44月月这这里里作作
为为关关东东军军司司令令部部旧旧址址馆馆正正式式对对外外开开放放，，但但后后来来
因因为为各各种种原原因因陈陈列列馆馆关关闭闭至至今今。。

据据了了解解，，旅顺口太阳沟是我国现存历史遗
址较多、保存较完整、规模较大的历史街区。。
仅仅在在太太阳阳沟沟 77 .. 55 平平方方公公里里的的规规划划控控制制区区内内，，
就就尚尚存存历历史史建建筑筑 330000余余栋栋，，其其中中俄俄式式建建筑筑 9900
栋栋，，日日式式建建筑筑 226633栋栋。。国国家家级级文文保保单单位位 44处处，，
省省级级文文保保单单位位 1188处处，，区区级级文文保保单单位位 33处处，，另另
有有 1177处处列列入入旅旅顺顺口口区区不不可可移移动动文文物物名名列列。。

俄俄清清银银行行旅旅顺顺分分行行旧旧址址、、肃肃亲亲王王府府旧旧址址、、
尼尼克克巴巴基基赛赛旅旅馆馆旧旧址址…………一一座座座座历历史史建建筑筑就就是是
一一段段段段历历史史的的见见证证，，就就是是一一片片片片民民族族的的记记忆忆，，
而而一处处不同程度受损的历史建筑又让人不禁
嗟叹。。

建国家历史文化记忆公园

现在一些承载着中华民族过
去屈辱记忆的历史建筑，面临年
久失修甚至是倒塌的风险，如果
这些历史建筑一旦消失，就意味
着百年前那一段段屈辱的记忆将
被遗忘，那将是对历史的犯罪。
国家层面的历史文化记忆公园目
前在国内还没有，这一概念在旅
顺口涵盖了丰富内容，除了近代
历史街区与建筑群落，这里还有
大量的要塞遗迹

““旅旅顺顺大大屠屠杀杀留留下下一一个个万万忠忠墓墓，，那那是是一一段段
让让人人难难以以忘忘怀怀的的沉沉重重历历史史。。 112200多多年年后后，，我我们们
回回顾顾这这段段历历史史的的时时候候，，内内心心感感到到沉沉甸甸甸甸。。””大大
连连市市近近代代史史研研究究所所研研究究员员王王珍珍仁仁说说，，在在旅旅顺顺街街
头头触触摸摸这这么么多多历历史史建建筑筑，，它它们们铭铭刻刻了了旅旅顺顺一一段段
被被俄俄国国殖殖民民统统治治 77年年、、被被日日本本殖殖民民统统治治 4400年年
的的印印痕痕。。

当当地地的的一一些些受受访访的的群群众众表表示示，，旅旅顺顺的的这这些些
历历史史建建筑筑都都是是非非常常珍珍贵贵的的文文物物，，闲闲置置下下来来特特别别
可可惜惜，，一一方方面面其其历历史史教教育育功功能能不不能能得得到到发发挥挥，，
另另一一方方面面，，这这些些破破败败不不堪堪的的房房屋屋摆摆在在市市面面上上，，
对对市市容容市市貌貌也也会会产产生生不不好好的的影影响响。。

“现在一些承载着中华民族过去屈辱记忆
的历史建筑，面临年久失修甚至是倒塌的风险。

如如果果这这些些历历史史建建筑筑一一旦旦消消失失，，就就意意味味着着百百年年前前
那那一一段段段段屈屈辱辱的的记记忆忆将将被被遗遗忘忘，，那那将将是是对对历历史史
的的犯犯罪罪。。””王王珍珍仁仁说说。。

记记者者在在走走访访中中了了解解到到，，近年来，社会各界对
于保护、修复、利用好旅顺老建筑的呼声越来越
强烈。大大连连市市旅旅顺顺口口区区文文管管办办主主任任邹邹祁祁介介绍绍说说，，
为为推推进进太太阳阳沟沟历历史史街街区区建建设设，，旅旅顺顺口口区区聘聘请请有有
关关方方面面编编制制了了《《太太阳阳沟沟历历史史文文化化区区概概念念性性规规
划划》》，，制制定定了了《《太太阳阳沟沟历历史史文文化化区区保保护护、、修修复复和和利利
用用工工作作实实施施方方案案》》。。推推进进““政政府府主主导导、、市市场场运运作作””
方方式式，，22001155年年成成立立了了““大大连连太太阳阳沟沟文文化化产产业业发发
展展有有限限公公司司””，，拨拨付付 11220000万万资资金金作作为为种种子子资资金金，，
采采用用现现代代杠杠杆杆式式运运作作，，为为起起步步区区建建设设和和环环境境改改
造造提提供供了了资资金金保保证证。。

一一些些受受访访专专家家提提出出应应尽尽快快将将旅顺太阳沟历
史建筑的的保保护护利利用用上上升升到到国国家家层层面面，，由由国国家家相相
关关部部门门牵牵头头立立项项，，设设立立专专项项资资金金按按照照““修修旧旧如如
旧旧””原原则则进进行行保保护护与与利利用用；；旅旅顺顺太太阳阳沟沟历历史史建建
筑筑有有官官邸邸、、统统治治机机关关、、金金融融、、教教育育、、医医疗疗、、商商
业业、、文文化化博博览览、、名名人人故故居居等等多多种种类类型型，，每每个个类类
型型房房屋屋都都承承载载着着不不同同的的历历史史记记忆忆与与故故事事，，应应在在
国国家家层层面面组组织织专专家家编编制制一一整整套套修修复复规规范范，，进进行行
规规范范化化和和科科学学化化建建设设。。

全全国国政政协协委委员员、、中中国国社社会会科科学学院院文文学学研研究究
所所研研究究员员包包明明德德、、大大连连作作家家协协会会主主席席素素素素等等专
家提出在旅顺口以太阳沟为基础建设国家历史
文化记忆公园与与露露天天博博物物馆馆群群，，打打造造爱爱国国主主义义
教教育育基基地地，，具具有有特特殊殊的的警警示示意意义义、、教教育育意意义义。。

素素素素说说，，国国家家历历史史文文化化记记忆忆公公园园的的建建设设对对
于于国国人人乃乃至至世世界界都都有有重重要要的的教教育育意意义义。。目目前前首首
要要是是先先把把这这些些历历史史文文物物尽尽快快全全方方位位保保护护起起来来，，
防防止止一一些些不不专专业业抢抢修修抢抢建建的的短短期期行行为为；；其其次次要要
从从国国家家层层面面上上做做出出统统一一的的建建设设规规划划，，规规划划的的起起
点点要要高高，，应应出出台台初初、、中中、、长长期期的的发发展展规规划划，，为为今今后后
申申请请世世界界文文化化遗遗产产打打下下基基础础，，不不能能简简单单建建成成一一
个个旅旅游游景景点点，，那那样样就就失失去去了了建建设设国国家家历历史史文文化化
记记忆忆公公园园的的意意义义；；再再者者，，在在建建设设国国家家历历史史文文化化记记
忆忆公公园园时时，，要要选选择择专专业业团团队队来来操操作作。。按按照照修修旧旧如如
旧旧的的原原则则进进行行保保护护，，杜杜绝绝一一些些团团体体或或个个人人为为了了
攫攫取取经经济济利利益益乱乱修修乱乱盖盖而而对对历历史史文文物物造造成成毁毁灭灭
性性的的打打击击，，充充分分吸吸取取一一些些历历史史旧旧址址失失败败修修复复的的
教教训训，，打打造造一一个个更更加加人人文文的的国国家家历历史史文文化化记记忆忆
公公园园。。

全全国国政政协协委委员员包包明明德德说说，，国国家家层层面面的的历历史史
文文化化记记忆忆公公园园目目前前在在国国内内还还没没有有，，这这一一概概念念在在
旅旅顺顺口口涵涵盖盖了了丰丰富富内内容容，，除除了了近近代代历历史史街街区区与与
建建筑筑群群落落，，这这里里还还有有大大量量的的要要塞塞遗遗迹迹，，““下下一一
步步应应加加大大旅旅顺顺口口国国家家历历史史文文化化记记忆忆公公园园建建设设资资
金金扶扶持持力力度度，，把把国国家家历历史史文文化化记记忆忆公公园园的的保保护护
和和建建设设经经费费纳纳入入财财政政预预算算。。””

旅旅顺顺口口集集近近现现代代战战争争遗遗迹迹的的历历史史文文化化、、皇皇
帝帝王王宫宫的的名名人人文文化化、、中中西西合合璧璧的的建建筑筑文文化化、、旅旅
顺顺军军港港的的海海洋洋文文化化、、天天然然花花园园的的生生态态文文化化于于一一
体体，，形形成成了了幽幽静静雅雅致致的的历历史史文文化化街街区区，，体体现现了了
深深厚厚的的历历史史价价值值和和鲜鲜明明的的时时代代特特征征。。

一一些些专专家家还还建建议议应应注注重重旅旅顺顺口口国国家家文文化化历历
史史记记忆忆公公园园潜潜能能的的开开发发与与延延伸伸，，保保护护目目的的在在于于
使使之之活活起起来来，，有有效效地地进进行行利利用用和和开开发发。。可可以以利利
用用依依托托历历史史文文化化记记忆忆公公园园，，大大力力发发展展文文化化创创意意
产产业业，，通通过过这这些些产产业业提提高高社社会会效效益益与与经经济济效效
益益。。

旅顺口，地处辽东半岛

最南端，东临黄海、西濒渤

海 ，南与山东半岛隔海相

望，北依大连市区。是京津

海上门户和东北的天然屏

障 ，举世闻名的天然不冻

港 。在历史上 ，旅顺口有
“东方直布罗陀”之称，西

方也把它称为“亚瑟港”。

漫步在旅顺街头，从大

和旅馆旧址到侵华日军关东

军司令部旧址，从旅顺师范

学堂旧址到关东州厅旧址，

一座座历史建筑诉说着一段

段令人心痛的往事，昭示着

一个民族不堪回首的屈辱记

忆。而如今，不少历史建筑

都破损严重，有的面临倒塌

风险，亟待修护抢救

大大和和旅旅馆馆外外观观。。 本本版版摄摄影影：：于于力力
旅旅顺顺师师范范学学堂堂旧旧址址内内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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